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诗人比喻的是大漠冬天的雪景，
我想借喻的是故乡春天的实情美景。

在今年梨花盛开的时节，我接到故
乡山西原平的邀请，参加该市第十届梨
花诗歌艺术节活动。人常说，近乡心
怯。离开故乡40年，家乡变成什么样？

远山逶迤，梨花漫野。梨花，又见
梨花。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让我浮想
联翩，思绪万千。这里是梨花的故乡，
这里是美与善的故乡。

我出生在梨乡，梨花的芬芳伴随了
我 15 年的岁月。我的故乡在原平东山
地区，由于地貌像一个“川”字，被称
为同川。在这“川”字形的山沟坡梁
上，生长着数以亿计的梨树，养育着近
10 万人民。听先人讲，这里从两千年
前，就有了梨树，被称为原平的“摇钱
树”。

梨花开了，两千年的时光就亮了，
梨花开了，两千年的岁月就散发着芬
芳。公元前 48 年，一个叫班婕妤的女

子在这里降生，是著名的西汉女辞赋
家，善诗赋，厚美德。编著《汉书》的
班彪、班固、班昭也出生在这里，绘就
历史巨著，传承中华文化不衰。我国第
一声“阿弥陀佛”由这里出去的慧远大
师咏诵，后来，他成了中国佛教净土宗
的初祖。在《世说新语》里面，记录了
东晋时期原平上社村的一位名叫郝隆坦
腹晒书的故事。郝隆看见富人们在七月
七日晾晒绫罗绸缎，就将自己的肚子露
出来，躺在太阳底下睡觉，别人问他在
干什么，他回答说：我在晒腹中诗书
……他们让这里的人文星空璀璨耀眼，
惠及后人。

在这片鸡犬相闻人丁兴旺的土地
上，梨花年年开着，无数的才子佳人来
来去去，他们就像一朵朵洁白的梨花，
给人间带来了无限春光，见证了人间的
沧桑与荣耀。

花开花落，有多少梨花，就有多少
英雄的故事。他们像高洁的梨花，为了
家园的美好洒下了自己的热血。1935
年 12 月，出生于梨乡西社村的续范亭
将军，为了呼吁抗战大业，在南京中山
陵剖腹自杀，写下了绝命诗 《哭陵》：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留下了云水襟怀，松柏气节，唤醒了中
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念和决心。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共产党领导的八
路军、游击队在这里与日寇浴血奋战，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书写了一曲曲不屈

不挠的战斗诗篇。1942年11月30日凌
晨3时，由于汉奸告密，共产党干部刘
子干在北庄头村被几十名日伪军包围，
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与日寇战到最后一
人，拉响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年仅
27岁。为了纪念烈士，后人将他出生的
大莫村改名为“子干村”。我没有赶上
那段时月，却体验过那种艰难痛苦，我
的父亲 1943 年在村里当民兵。一天早
上，在梨园一边锄草一边放哨，遭遇十
几名鬼子伪军从邻村康村进入我村刘河
底村，我父亲在发出“鬼子进村”的哨
息后，被鬼子用刺刀捅瞎左眼，痛苦了
一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伤害。

梨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我幼
小的时候，春天，曾与梨花相伴，在美
景中憧憬未来；夏天，拿着一卷凉席躺
在梨园中纳凉，享受梨树带来的风光；
秋天，上树摘梨，以梨当食，分享劳动
果实；冬天，挖窑藏梨，以梨换粮，以
梨换衣，展望下一年的丰收。

梨花年年开，又四十年过去了，这
片古老的土地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时
代，我的家乡越来越美了。子干万亩梨
园、上庄万亩梨园、上社万亩梨园、南
白万亩梨园……一个个万亩梨园呈现眼
前，有的是老树嫁接新枝，焕发出新的
青春，更多的是培植的新品种，活力旺
盛。我记忆中的油梨、夏梨、笨梨等老
品种全部被个大皮薄、水分充沛、糖分
充足、肉厚核小的新品种酥梨所替代，
原平也就被誉为“中国酥梨基地”。

四十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
梨花目睹了梨乡的巨变，每一朵梨花都
是一个春天的故事。我的故乡走出了一
批闻名国内外的“水果商人”，造就了

“同川水果贩天下”的佳话。
改革开放初，故乡一些有想法的果

农开始走出大山，到邻近的太原、石家
庄、北京等地去推销水果。根据市场需
求指导家乡水果生产，注册“同川酥
梨”商标，实现套袋无公害生产，让故
乡每年生产的数千万公斤水果尽快销往
全国各地，每年为当地农民增收数千万
元。后来，走出去的果农越来越多，经
验越来越丰富，胆识也越来越大，形成
了数千名水果经纪人队伍，组建了近百
个林果专业合作社，并把生意做到了国
外，菲律宾、越南、蒙古等国都留下了
他们贩运水果的足迹。在北京、太原、
天津、哈尔滨等众多大城市，建起了近
百个水果批发市场，流动销售与定点批
发相结合，走南闯北营销水果。同时还
把广西菠萝、海南香蕉、湖南橘子、新
疆的哈密瓜等各地的水果带回山西，形
成路不空走、车不空回，来回都赚钱的
经营模式。有的经纪人已成为城里人，
更多的经纪人则是把所赚资金源源不断
地汇回家乡，投入再生产，使原平水果
真正成为当地果农的“金银果”“致富
果”。

又见梨花，那是父亲的梨花，也是
母亲的梨花。又见梨花，那是游子心头
的灯，也是异乡人眼中的诗。

前不久，由工业和
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主办了首届中国工
业文学作品大赛。工业
文学又跳进人们的视
野，引发了人们对工业、
对文学的关注甚至重新
认识。工业文学抖去满
身的灰尘突然亮相，似
乎已成为一种被唤醒的
记忆，甚至是对工业、对
文化乃至对历史的一种
纪念与升华。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
上，工业题材的文学作
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
有独特表现，曾经占有
重要位置。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伴随着新中国的成
立，在社会主义建设热
潮“火红的年代”，一大批
工业文学作品脱颖而出，如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
的《原动力》和《乘风破浪》、周立波的《铁水奔流》、肖
军的《五月的矿山》等长篇小说。这些作品紧扣时代
脉搏，唱响新中国建设的赞歌，大大鼓舞了士气，对
促进新中国的工业生产起到了号角式的催进作用。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解放思想、改
革开放的推进，改革文学成为工业文学创作的主
阵地，城市及工厂题材文学创作成为社会主流。
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
的翅膀》、柯云路的《三千万》等工业题材作品，展
示企业改革中的矛盾，揭示改革进程的艰难，同时
也反映了人们自身观念变革的阵痛。

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以“现实
主义冲击波”的一些作品为代表，如谈歌的《大
厂》、刘醒龙的《寂寞歌唱》、肖克凡的《最后一个工
人》等，反映了社会转型期工人的艰难生活和对理
想的追寻，真实地表现了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2000 年至2010 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
增长。工业题材小说有王十月的《国家订单》、王
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肖克凡的《机器》等。有
的是揭示全球化时代工业生活的真实图景，有的
在叙述工厂发展的艰难步履，有的在探寻企业改
革的路径。

2011年至今，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一些作
品视野更为开阔，生动揭示全球化时代工业生活
的真实图景，如肖克凡的《生铁开花》、杨立秋的

《渝水两岸》等。
虽然从当代各个发展阶段都能找出几部有影

响力的工业文学作品，但就整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来讲，对于腾飞的中国经济而言，工业文学作品与
我们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适应，反映工业大国的
生活也远远不够，甚至有些滞后和脱节。

很多人把工业文学看作阳春白雪，曲高而和
寡。工业题材必须有切身经历和体会，不容易胡
编乱造或闭门造车，一些人认为工业题材冷冰
冰，不好驾驭，所以不愿触及；工业文学与当前经
济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我们的工业文学基础
薄弱，工业文学创作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是不可
回避的现实。作品质量无论是艺术高度、结构、
组织，以及笔法技巧，都还有待提高。专业作家
对工业题材关注度不够。工业文明是当今社会
发展的主流，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往往需要专
业作家长期深入工业生活，同时也需要企业的大
力支持。

中国工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新时代呼唤
工业文学的繁荣，中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以及
现代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变化，给工业题材创作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机遇，工业文学要跟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

很多基层创作者对工业事业爱之深沉、察之
细致、感之真切，对工业基础、高端装备等建设成
果，捕捉掌握了生动、深入、扎实的社会生活素材，
只是在文学表现手法及文学成熟度等方面还有待
提炼和升华，这些作者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或许
就能达到较高的写作水准。

提倡更多的专业作家真正扎进工业一线，体
验生活、深入生活，充分开发中国工业这个丰富多
彩的文化宝藏。工业文学需要专业作家积极投
入，也需要企业领导给予热情支持，时代在急切地
呼唤更多的专业作家投入工业，创作出精品力作。

社会各界积极创造载体、搭建平台，吸引、鼓
励、倡导文艺家、专业作家、文学爱好者把目光、笔
触投向工业领域。当前，工业技术、信息技术发展
日新月异，创新突破目不暇接、此起彼伏，在这个
大时代、大变革中，工业文学必须通过艰辛努力，
在社会中把握、引领这个大势。吸引青年一代关
心关注工业文明、工业文化，特别是要主动适应互
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文艺形态，引导更多的人成为
繁荣工业文学的有生力量，努力建设一支有发展
潜力的工业文学人才队伍。

人们常说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
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数据分析结果
却出乎预料，不幸的婚姻也有相同的原因。离婚
原因主要来自夫妻双方的感情不和，占比高达
77.51%，而在文艺作品中经常被渲染的一些热点
因素并不凸显。

感情不和听起来像是一个笼统的托词，给分
手找一顶看起来不那么刺眼比较柔和的帽子，挥
去沉重和伤感。都说爱情是彼此心灵的相互感
应，是内心深处的碰撞，而感应碰撞的东西，正是
彼此对世间的态度。说到底，感情不和是对世界、
对人生的看法不一致，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价
值判断不一样。人生的追求可以分很多层次，既
有慷慨激昂的家国情怀，也有凡俗琐碎的柴米油
盐酱醋茶，方方面面都能认同彼此的看法，从灵魂
的相似慢慢磨合为生活的相容，不失为一种理想
的剪影。但如果人生没有那么多幸运，也没有那
么多完美，在相识的时候就该多几分耐心，多几分
冷静，去慢慢触碰对方的灵魂深处，去逐步明了对
方的价值观，看似很累、很漫长的跋涉，众里寻它，
实际上在为以后长久的幸福筑底。

心心相印一直是古往今来的憧憬，因为它珍
贵难得，所以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从心心
相印到生活和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反
之，生活里每一件细小的事都可能成为分道扬镳
的借口。时代虽然变了，婚姻不管披着怎样炫目
的袍子，都不能遮挡爱情所散发出的纯洁光芒，那
就是两个灵魂在互相试探，是否相似相吸，是否在
同样的高度，是否心心相印。有人说心心相印就
是精神上的“门当户对”。也有人说，这世上从来
就没有两颗一样的灵魂，即使非常相爱，两个人也
会有孤独感。那从一开始，就尽力去寻找那个和
我们相似的灵魂吧，更多一点的相似才好。人不
怕孤独，只是希冀短暂的人生能有愉悦灵魂的温
暖相伴。外部世界变化越来越快，我们对身边的
人也越来越苛刻和挑剔，心心相印变得愈加弥足
珍贵。

在湖北兴山有一条美丽的河
流，相传西汉时期的美女王昭君临
水而居，常于溪中洗手，溪水尽香，
故名香溪。清同治年间有一位名叫
范昌棣的举人，写有一首《吟香溪》
的律诗“一棹入仙源，三月花如雨。
隔花不见人，欵乃一声橹”。描述香
溪河两岸杨柳依依、碧水如黛，各种
鲜花争先恐后地怒放在枝头，为香
溪河描绘着最美的画卷，微风吹拂，
送来缕缕清香，鲜花在和煦的春风
中漫天飞舞、飘飘洒洒，如同下雨一
般，一只小木船在花林中若隐若现，
隔着茂密的花枝只听得见摇橹的声
音，这美景如同人间仙境一般。原
来，幽谷清溪，香花遍野才是溪水终
年飘香的真正原因。

香溪河发源于神农架，是流经
神农架、兴山和秭归的第一大水系，
公元 1170 年，陆游出任夔州通判，
停泊归州的兴山口（今秭归香溪
镇），游览附近的谭家山麓玉虚洞
后，在他的《入蜀记》10月15日见闻
中写道：“泊舟兴山口，肩舆游玉虚
洞。去（长）江岸五里许，隔一溪，所
谓香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录
于《水品》，色泽如黛。”

香溪也是我的母亲河、生命
河。95 年前，外婆就出生在陆游所
停泊过的兴山口。八岁那年，外婆
沿着香溪一路跋山涉水来到兴山的
昭君镇，做了外公家的童养媳，从此
在香溪河边生儿育女，繁衍后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香溪河沿岸
的居民们淘米、洗菜、吃水都在这条
河里，每家每户一天要来回十几
次到河里取水。夏天的香溪河最是
热闹，两岸的河滩上都是来乘凉的
人们。大人们是闲不住的，用几块

石头堆出一个洗衣服的地方，干脆
利落地在河里洗起了衣服。调皮的
男孩子跳进河中扎猛子，不时扑腾
起一阵水花。女孩子把裤子卷得老
高，在水里把石头翻过来，抓藏在石
头下面的海爬子，或者在岸边捡一
些扁扁的石头打水漂，几个人在一
起比谁的技术高，石子划着优美的
弧线在碧波上跳动，一直传到河的
对面，清脆的笑声在青山绿水间传
得很远很远……

小时候，在河滩上纳凉听外婆
讲得最多的便是王昭君的故事，香
溪河沿线的很多小地名如洄水坨、
平邑口、泗湘溪、大礼溪、小礼溪都
与王昭君有关。在这些亦传说亦神
话的动人故事里，昭君美丽、善良、
勇敢、聪慧的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
日渐丰盈和真实。

母亲和我讲过，上世纪五十年
代兴神公路修建以前，香溪河沿岸
植被生态保存良好，上游人烟稀少，
水量很大，那时候是可以行船的，有
些地方还需要人力拉纤。

大约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开始，香溪河失去了她原来的光彩，
层层开发的水电站，使河流经常处
于断流的状态，就算是丰水期，水流
量也小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显
露出来，河底青苔密布，河面上漂浮
着各种垃圾，空气中散发着阵阵让
人极不愉悦的臭味。裸露的河床到
处是采砂的机械，轰鸣声中，一个个
或深或浅的水潭交织在杂草丛中，
人们不再下河洗衣、淘米了，父母也
不再允许孩子们夏天去河里捉鱼游
泳。一场暴雨，香溪河河水陡涨，沿
着城西最低洼处漫延进了县城，很
多地势较低的居民家中都灌进了洪
水。我们家也住在地势较低的城
西，好几次洪水都涨到了我家门口，
洪水浸泡过后，留下一路垃圾。香
溪河，成了昭君镇人民的苦难河。
垂柳迎风飞舞、杂英芳菲满谷的景
象留在了香溪河人家昨天的记忆
里。

我的母亲河呀，您怎么啦，多少
次静静地行走在古老小镇的西街，
我仿佛听见她在夜晚星光下寂寞呜
咽的声音。

1999 年，在香溪河边生活了大
半个世纪的外婆带着对故乡深深的
不舍、带着对香溪河无比的眷恋永
远地离开了这个人世。

后来，以兴发集团为代表的兴
山县骨干企业，改变发展理念，用十
年的时间，将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化
工企业化茧成蝶打造成了花园式工
厂。如今白沙河化工厂是来兴山旅
游和参观的必经之所，神兴路上的
一颗璀璨的明珠。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重要精神，以压倒性力度加强香溪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兴发集团积极主动关停了两座小水
电站，提出在香溪河不再新建水电
站，并严格执行电站下泄生态流量
要求。如今，沿着美丽的神兴旅游
公路，香溪河像一条碧绿的玉带，随
着河床的宽窄，河水或低吟浅唱，或
水流湍急。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碧
草成荫，秋天五彩斑斓，冬天玉树琼
枝，无论哪个季节，香溪河呈现在人
们眼前的总是一副或娇柔，或妩媚，
或英飒，或妖娆的景象，我的母亲
河，她的容颜焕发出了往日的风采。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
乃翁。”今年的清明节，我和母亲给
去世近二十年的外婆扫墓的时候，
静静地站在昭君镇的后山上，山下
的溪水湛蓝碧透，清澈洁净，对面的
昭君台古色古香，掩映在绿树鲜花
丛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给外婆
轻轻地诉说着兴山日新月异的变
化。此时的外婆，看着我们的母亲
河如此美丽，应该是含笑的吧。

还是“心心相印”好

□ 心 月

我们对身边的人越来越苛刻

和挑剔，心心相印变得愈加弥足

珍贵

4040年年，，又见梨乡又见梨乡
□□ 刘存瑞刘存瑞

在那梨花盛开的地方。 褚 震摄

扑扑簌簌的梨花，见证了两

千年的风雨，经历了艰难岁月的

磨砺，芬芳了家乡父老的前程

香溪，我的母亲河
□ 谢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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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中国工业转型升

级过程以及现代城市

工业文明的发展变

化，给工业题材创作

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

机遇

香溪河边，有动人的传

说，有温情的回忆，有心酸的

往事，还有今天的生活


